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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器 
 
 
 
 
 
 
 
 
 

    原值 500 万以上的对外提供共享服务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总

量为 535 台（套），其中分析仪器的数量为 245 台（套），占总量

的 45. 8%。分析仪器中，电子光学仪器 80 台（套），质谱仪器 64

台（套），波谱仪器 38 台（套），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15 台（套），

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9 台（套），X射线仪器 8 台（套），光谱

仪器 7 台（套），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7 台（套），其他 6 台（套），

热分析仪器 4 台（套），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4 台（套），色谱

仪器 3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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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透射电子显微镜 G②20S-TWIN 荷兰 湖北大学 湖北 
2 300KV 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FEI TECNAI G2 F30 中国 广西大学 广西 
3 X 射线光电子能谱及俄歇电子能谱联用仪 Escalab 250Xi 美国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陕西 
4 多功能电子能谱仪 AXISULTPA 中国 西安理工大学 陕西 
5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美国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6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30 美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广东 
7 变压器 BK-1000VA BK-1000VA 中国 深圳大学 广东 
8 精密旋转台 RSM82-1 中国 深圳大学 广东 
9 全数字航测相机系统 ADS40 瑞士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圳研发中心 广东 
10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 250Xi 英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11 透射电子显微镜 LIBRA 200FE 德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12 高分辨扫描电子显微镜(内置 X 射线能谱仪) S4800/EX-350 日本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13 角分辨光电子能谱仪系统 非标 英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14 电子能谱仪 ESCALAB 250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15 投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30 荷兰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辽宁 
16 三维透射电镜 JEM-2200FS 日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17 分析型场发射电镜 F20 荷兰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18 球差校正透射电镜 FEI Titan 60-300 荷兰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19 场发射电镜 HF-20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20 F30 场发射透射电镜 FEI G2 F30  S-TWIN 荷兰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辽宁 
21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20 S-TWIN 捷克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甘肃 
22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AXIS UTLTRADLD 日本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23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F20 美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浙江 
24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AXIS ULTRAL (DLD) 日本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山西 
25 超高分辨率场发射 SEM Auriga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 
26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 250 英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27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F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28 上海光源 SSRF 中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 
29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20 S-TWIN 荷兰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 
30 低温透射电子显微镜 300kv 荷兰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31 透射电子显微镜 HT7700 日本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32 冷场发射枪双球差校正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ARM200F 日本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33 透射电子显微镜 FEI Tecnai G2 20 S-TWIN 美国 哈尔滨工程大学 黑龙江 
34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PHIQUANIERAII 日本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35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F30 荷兰 北京大学 北京 
36 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Quanta 200FEG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37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 2500.45eV/10 万 cps（120um）

 

美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38 高分辨透射电镜 Tecnai F30 美国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39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F20 荷兰 东北大学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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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40 场发射透射电镜 JEM-2100F 日本 东北大学 辽宁 
41 场发射透射电镜 JEM-2100F 日本 东北大学 辽宁 
42 双束显微镜 NanoLab 600i 美国 东南大学 江苏 
43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Titan 80-300 荷兰 东南大学 江苏 
44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CM200FEG 荷兰 复旦大学 上海 
45 角分辨联合能谱仪 1MEV 能量分辨氦 0.1 度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46 场发射透射电镜 Tecnai G2 F20 S-TWIN 美国 湖南大学 湖南 
47 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250 英国 吉林大学 吉林 
48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G2 F30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49 电子能谱仪 PHI5000 Versaprobe 日本 南京大学 江苏 
50 场发射球差校正电镜 Titan80-30 美国 清华大学 北京 
51 场发射透射电镜 JEM-2010F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52 纳米扫描俄歇系统 PHI 700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53 场发射扫描电镜 S-4500 日本 清华大学 北京 
54 透射电镜系统 TECNAI 20 U-TWIN 200KV 荷兰 山东大学 山东 
55 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F 0.23nm/0.1nm/0.2nm 中国 山东大学 山东 
56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 美国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57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F 日本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58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AXIS ULtrabld 英国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59 高分辨透射电镜 JEM-2100F 日本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60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FP 5035/20 中国 厦门大学 福建 
61 球差矫正透射电镜 Titan ChemiSTEM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62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20 S-TWIN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63 环境透射电子显微镜 H-9500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64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20 荷兰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65 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 250 英国 中山大学 广东 
66 双束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系统 AURIGA 德国 重庆大学 重庆 
67 热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Libra 200 德国 重庆大学 重庆 
68 冷冻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20 TWIN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上海 
69 场发射透射显微镜 JEOL-2010F**200KV 日本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70 126 核磁共振波谱仪 600MHZ 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71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20 美国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72 多功能电子能谱仪 岛津/Kratos AXIS Ultra DLD 日本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73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S-TWIN/Gatan 

 

  

美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 
74 三维原子探针 3DAP GENERATION3.3 英国 上海大学 上海 
75 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010F 日本 上海大学 上海 
76 透射电子显微镜系统 TECNA1 G?F20S-TWIN 美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77 透射式电子显微镜 Tecnai G2 F30 S-TWIN 美国 扬州大学 江苏 
78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FEI Tecnai G2 F20 S-TWIN TMP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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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79 高分辨透射电镜 Tecnai G2 F20 美国 苏州大学 江苏 
80 透射电子显微镜系统 TECNAI G2F20 美国 福州大学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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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多接收器等离子体质谱仪 Nu Plasma HR 英国 西北大学 陕西 
2 IsoProbe T 热电离同位素质谱仪 IsoProbe T 英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3 多接收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ISOProbe 英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4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MAT253 德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 高分辨双聚焦质谱联用 MAT900XL 德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6 液相色谱串联高分辨质谱仪 LTQOBITRAP 美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7 稳定同位素气体质谱仪 MAT523-Delta XP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8 组合型傅立叶变换静电场轨道阱高分辨质谱仪 Orbitrap XL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9 热表面电离子质普仪 ISOPROBE-T 英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10 多接收器等离子体质普仪 Nu Plasma 英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11 热电离质谱仪 TRITON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12 稀有气体质普仪 5400 英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13 多接收等离子体质谱仪 热电 NEPTUNE PLUS 德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4 热电离质谱仪 热电 Triton plus 德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5 纳米离子探针 NanoSIMS 50L 法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6 多接收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NEPTUNE 德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7 5400 氩低分辨率静态真空质谱计 英国 MM5400AR 英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8 二次离子探针质谱仪 Cameca IMS1280 法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9 热表面电离质谱计 ISOPROBE-T 英国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20 辉光放电质谱仪 Element GD 德国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福建 
21 IsoProbe 多接收器等离子体质谱 IsoProbe 英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22 GVI-5400Ar 氩型静态质谱仪 GVI-5400Ar 英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23 热电离质谱仪 Thermo TRITON 美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24 激光剥蚀-多接收等离子质谱仪 Neptune Plus-Resolution M-50 德国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25 付里叶质谱 APEX II 美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26 TRITON 热电离同位素质谱仪 TRITON 美国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青海 
27 辉光放电质谱仪 VG-9000 英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28 高分辨液相质谱仪 ORBITRAP ELITE 德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29 付里叶变换质谱仪 FTMS-7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30 二维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LTQ-Orbitrap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31 液相高分辨率质谱系统 LTQ Orbitrap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32 超高分辨四极杆串联傅立叶变换质谱 solariX 12T 美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北京 
33 纳声液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Eksigent 1D/2DPlus ultra 5600 plus 新加坡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34 质谱仪 GV5400 英国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35 高纯锗 r 谱仪及制样和辅助设备 GMX50P4 美国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36 杂交质谱仪 LTQ  Orbittrap XL 德国 暨南大学 广东 
37 热表面电离质谱仪 TritonPlus 德国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北京 
38 稀有气体质谱仪 Helix MC 英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39 二次离子探针 SHRIMP-Ⅱ 澳大利亚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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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40 多通道等离子质谱仪 02GB01GTF71NS008 英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北京 
41 傅立叶共振质谱仪 APEX-Qe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42 二次离子质谱仪 IMS 6f 法国 复旦大学 上海 
43 高分辨串联多级质谱系统 LTQ-ORBITRAP 德国 复旦大学 上海 
44 多接收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Neptune MC-ICP-MS 德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5 串联质谱仪 micromass Quatro LC 美国 江南大学 江苏 
46 傅里叶变换质谱仪 APEX II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47 高分辨多接收等离子质谱仪 NEPTUNE plus 德国 南京大学 江苏 
48 固体同位素质谱仪 TRITON TI/3-340M 美国 南京大学 江苏 
49 飞行时间质谱系统 ULTRAFLEXIII 德国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 北京 
50 离子阱质谱仪 LTQ Orbitrap 德国 浙江大学 浙江 
51 付立叶变换质谱仪 APEXⅢ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52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MAT253 美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湖北 
53 离子回旋共振质谱仪 APEX_ULTRA94 美国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 
54 电喷雾电离/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傅立叶变换

 

9.4 T Apex Ultra FTICR MS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55 傅立叶变换高分辨率质谱仪 Orbitrap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 
56 付立叶变换离子回旋共振质谱仪 LTQ FT     7.0T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57 液质联用 orbitrap 美国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 
58 二次离子质谱仪 IMS 4f-E7 法国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研究所 天津 
59 星形结构/溅射薄膜沉积系统 多腔，PECVD、热丝、磁控 美国 河北大学 河北 
60 蛋白质组质谱分析系统 AB-5600 新加坡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上海 
61 多接收等离子体质谱仪 Neptune 德国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62 快速液相-复合型电场轨道阱回旋共振质谱分析系

 

UHPLC-LTQ-Orbitrap 美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63 液质联用仪 Ltqorbitrap 美国 南京医科大学 江苏 
64 多级串联线性轨道阱液质联用系统 UPLC-LTQ Obitrap XL-ETD 美国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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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核磁共振波谱仪 INOVA 600 美国 湖北大学 湖北 
2 磁共振成像系统 Signa Infiniey 1.5T 美国 广西中医药大学 广西 
3 核磁共振波谱仪 VNMRS 600MHz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4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800M) 德国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 
5 600M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600 瑞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6 AVANCE300MHZ 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 300MHZ 瑞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7 超导核磁共振谱仪 AV 600 +BH0055 瑞士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北京 
8 600MHz 固体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iii600MHz 德国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安徽 
9 核磁共振谱仪 600M 瑞士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北京 
10 600 兆核磁共振波谱仪 Unity Inova 6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11 500 兆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瑞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12 核磁共振仪 Inova600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3 核磁共振波谱仪 800MHz 800MHZ 美国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 
14 核磁共振波谱仪 600MHZ 美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5 磁共振成像系统 7t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16 7T 磁共振成像仪 BioSpec 70/20USR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湖北 
17 800Mhz 核磁谱议系统 进口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湖北 
18 600 兆核磁共振波谱仪 进口 美国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湖北 
19 700MHz 核磁共振谱仪 AVANCE III 700MHz 瑞士 北京大学 北京 
20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Ⅲ 600 瑞士 北京大学 北京 
21 800 兆核磁共振谱仪 AV 800 瑞士 北京大学 北京 
22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V600，液体核磁 德国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23 核磁共振波谱仪 DMX 500 瑞士 复旦大学 上海 
24 核磁共振谱仪 600MHz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25 核磁共振成像系统 Siemens Magnetom Trio I-class 德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6 核磁共振波谱仪 Varian-700MHz NMR 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7 核磁共振波谱仪 Bruker- AVANCEIII 600MHz NMR 瑞士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8 核磁共振波谱仪 INOVA 600NB 美国 兰州大学 甘肃 
29 傅立叶变换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600 超导/超屏蔽 瑞士 山东大学 山东 
30 核磁共振谱仪 Inova-600 美国 武汉大学 湖北 
31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DMX-500 瑞士 浙江大学 浙江 
32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 瑞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33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 III-500 瑞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34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DD2-500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35 小动物核磁共振成像系统 MRI 7.0T 美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36 600MHz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ANCE-III 600 MHz 瑞士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山东 
37 核磁共振波谱仪 ANANCE Ⅲ 600MHz 瑞士 山西省分析科学研究院 山西 
38 核磁共振波谱仪 AV600 瑞士 扬州大学 江苏 



生化分离分析仪器/15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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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基因组测序仪 hiseq 2000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2 454 超高通量测序仪 FLX454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北京 
3 单分子测序系统 Pacbio RS 美国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云南 
4 高通量基因组测序仪 Hiseq 2000 美国 北京大学 北京 
5 独立通气笼 SEALFAFE1145T-128，1145T-162 意大利 北京大学 北京 
6 蛋白质组学仪 4700 美国 复旦大学 上海 
7 高通量测序系统 Hisq2000 美国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8 高通量测序仪 HISEQ2000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9 高通量测序仪 5500xl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0 高通量测序仪 HiSeq2000 美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1 离心机振动台 ZJU20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2 离心机 zju400 中国 浙江大学 浙江 
13 细胞荧光强度测量系统 Tecnai G2 F20 S-Twin 日本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广东 
14 动物核磁影像系统 70/16US 中国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 
15 800 兆核磁共振谱仪系统 800MHZ 德国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 



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9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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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二维纳米成像系统 NanoXCT  S-60-3D 美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2 激光超分辨率显微镜 delta visi 德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3 智能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FV10i 日本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4 聚焦离子/电子双束系统 Helios NanoLab 600i 荷兰 吉林大学 吉林 
5 分子束外延/扫描探针显微镜/光电子能谱 UHV750VT 德国 吉林大学 吉林 
6 透射电子显微镜 G2F30 美国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北京 
7 小动物分子影像分析仪-PET/CT 系统 Inveon 德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 
8 指纹自动识别系统 300 万枚 美国 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辽宁 
9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Camscan MX-2600 英国 黑龙江科技学院 黑龙江 



X 射线仪器/8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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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X 射线衍射仪 FRE 日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2 X 光衍射数据收集系统 007 日本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北京 
3 X 射线衍射仪 Empyrean 荷兰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4 X 射线衍射仪 D/max-2500 日本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西安地质矿产研

 

陕西 
5 荧光 X 射线装置 XRF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6 表面微区电子离子束分析仪 AXIS ULTRA DLD 英国 上海市检测中心 上海 
7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250i 美国 扬州大学 江苏 
8 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ESCALAB 250 美国 福州大学 福建 



光谱仪器/7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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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脉冲 X 光摄影系统 脉冲宽度 20NS 瑞典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2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Optima—4300DV 美国 东北大学 辽宁 
3 单光子发射扫描仪 e.Cam Duet 德国 东南大学 江苏 
4 数字航空摄影测量系统 ADS40 瑞士 武汉大学 湖北 
5 棱镜等离子光谱仪 ICPS 日本 浙江大学 浙江 
6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定制_定制 德国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7 4MV 静电加速器 4MV 美国 郑州大学 河南 



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7 台（套） 

 15 / 77 

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环境仓 / 德国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 
2 定容取样及排放分析系统 MEXA 7200D;CVS-7400T 日本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 
3 碳通量观测系统 Li-Cor 美国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4 汽车排放分析系统 MWXA-7400XLE 日本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北京 
5 噪声惯量台架实验系统 Model3900 美国 中南大学 湖南 
6 人工气候室整套设备 定制 日本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耕作栽培研究所 黑龙江 
7 发动机排气采样分析试验系统 MEXA-7200DEGR&CVS7400T 日本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上海 



其他/6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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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五通道结构动态试验系统 MTS 美国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 
2 轻型车排放测试系统 AMA i60 奥地利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 
3 排放分析系统 MEXA-7200D 日本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 
4 超低排放采样系统 CVS7200 日本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上海 
5 轻型汽车超低排放颗粒物采样分析测试系统 MEXA-2000SPCS 日本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上海 
6 200kv 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JEM-2100F 日本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热分析仪器/4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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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温控表 MAC1C 中国 深圳大学 广东 
2 燃气轮机单筒全尺寸燃烧室试验台 自行研制 中国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北京 
3 全环全压燃烧室试验台 自行研制 中国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北京 
4 综合热分析仪 SETSYS18TG/DAT/DSC 法国 东北大学 辽宁 



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4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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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专用制冷、空调设备 * 中国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 
2 全自动样品管理和处理系统 REMP-SSS 瑞士 复旦大学 上海 
3 气动-声学风洞天平移动带系统 250Km/h 移动带速度 德国 同济大学 上海 
4 高压雾化制粉装置 HERMIGA100/20 英国 中南大学 湖南 



色谱仪器/3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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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单位名称 所在地 

1 制备液相色谱系统 SD-1 美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 广西 
2 多维气相液相组合式质谱联用系统 AGILENT 6460,7890A-5975C,6538 中国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3 气相色谱仪 GCMS-QP2100 日本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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